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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峰区
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韩佳
9 月 10 日是第 36 个教师节，
当天上午，
安阳市文峰区委书记杜
建勋、区长崔元锋、区委副书记宋
民、副区长刘娜在文峰区教育局等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陪同下，
深入辖
区小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杜建勋一行先后来到宝莲寺
镇马官屯小学、高新区第一小学、
东 南 营 小 学、南 关 小 学、银 鹭 小
学、明德小学等看望工作在一线
的教师，并为教师们送去了图书
等节日礼物。

慰问中，杜建勋一行认真听
取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
工作、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教育事
业发展等方面的想法和建议，充
分肯定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各自
的岗位上取得的成绩。
杜建勋表示，近年来，文峰区
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优化学校布局，均衡
资源配置，全区教育工作取得长
足发展。全区教育系统和广大教

育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意义和责任，
学习“抗疫精神”，进一步解放思
想、创新思路，积极学习先进地区
教学经验，深化改革，破解瓶颈，
努力提升教学质量与水平，以身
立教，潜心育人，为振兴文峰教育
贡献智慧力量。
据介绍，教师节期间，文峰区
教育工会还举行了庆祝教师节教
职工健步走比赛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增强绿色环保意识，丰富和活
跃了广大教职工的文体生活。

深入网格化管理云平台
织出一片消防安全网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见习记者 刘朋飞
通讯员 高建伟
为做好消防安全隐患排查防
控，护航各行业安全有序发展，安
阳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积极推
进网格化管理云平台，随着云平
台终端使用的稳步推进，辖区消
防安全隐患显著减少，企业及居
民群众应对消防安全突发事故及
日常安全防范意识有了长足的提
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逐步提升。
为将网格化管理云平台工作
落到实处，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制定了“由点到面、由上到下”的
总体工作方针，以及示范先行，领
导牵头推进的工作思路，并选取

华强城小区、金桂湾小区、空港新
城小区为网格化管理云平台运用
试点小区。为帮助各街道办事处、
社区做好网格化云平台推广工作，
大队抽调参谋、消防文员深入街道
办事处、社区开展帮扶指导工作。
帮扶人员根据各自社区的实际、因
地制宜，和网格员一起走街串巷、
进企业穿楼巷开展检查，
现场指导
网格员如何使用网格化管理云平
台手机软件，
在帮中学、学中提高，
共同探讨充分发掘出云平台的潜
力，
发挥出其固有的作用
“我们每个网格员都开通了
网格员账号，并在手机地图上精
确划定了网格，点开平台所有事
务一目了然，各项工作事务一目

了然，工作有目标，干事有劲头。”
伴随着网格化管理云平台的使
用，不仅规范了网格员日常消防
检查，更提高了对隐患的处理效
率，增强了多方联动。与此同时，
各街道、社区还依托网格化管理
云平台，积极深入辖区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逐步提高了大家的消
防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网格化管理云平台的运
用，在网格员的监督管理下，辖区
商户店面消防安全隐患明显减少、
消防设施配备不断完善，
居民小区
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率逐步提高、消
防车通道划上了标示线、电动自行
车智能充电逐步得到配套到位，
居
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安阳市殷都区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郭志峰 何佳
为进一步加大对消防产品质
量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切实打
击假冒伪劣产品，净化消防产品
市场，近日，安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殷都区大队联合殷都区工商部门
组成消防产品检查小组，对全区
的消防产品市场集中开展检查。
检查中，检查人员对销售点

的灭火器、防火门、室内消火栓、
消防水枪水带、应急照明灯、疏散
指示标志等消防产品进行了仔细
查看，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重点对消防器材产品是否都能提
供相关检验报告和产品认可证
书，是否为过期或国家明令淘汰
的消防产品等情况进行检查，详
细核对各类消防产品身份标识。
同时，就如何识别不合格消防产

品、正确维护保养消防器材以及
使用不合格消防产品可能引发的
危害等内容，向各商家进行了细
致讲解。
据介绍，此次检查共发现不
合格消防产品共 3 批次、20 余件，
进一步净化和规范了消防产品市
场，提升了使用领域消防产品的
质量和商家对销售消防产品的认
知。

消防宣传进社区 志愿服务暖人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见习记者 刘朋飞 通讯员 李会云
为加强当前消防宣传工作，
维护公共消防安全，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9 月 7 日，安阳市龙安消
防救援大队组织辖区消防志愿者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阿姨，家中一定要记得不能
乱拉乱接电线，注意用电、用火、
用气安全。”活动中，消防志愿者

声明

将消防知识宣传手册、
《家庭防火
二十条》等宣传资料发放到过往
群众及周边摊贩手中，并向大家
讲 解 安 全 用 火、用 电、用 气 等 防
火常识和火场逃生自救等知识，
通过讲述近期周边发生的火灾
事故，提醒大家多注意关注消防
安 全 ，提 高 安 全 意 识 。 同 时 ，消
防志愿者积极引导居民群众关
注消防安全知识，切实将消防安

高速突发车祸司机被困
消防火速救援破拆施救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李俊珂 通讯员 张鹏飞 李国强
9 月 11 日早晨 6 时 29 分，京港澳高速
515 公里处西半幅发生交通事故，一名司
机被困，情况危急。安阳市消防救援支队
汤阴县大队立即出动 3 辆消防车和 15 名
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抵达现场后，消防队员看到地上散落
着许多车辆碎片，事故造成后车驾驶室变
形严重，
前挡风玻璃已经被撞碎，
一名男性
司机的右眼角及鼻腔不同程度出血，腿部
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中间，动弹不得。救
援人员一面安抚被困驾驶员情绪，一面迅
速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已经凹陷的驾驶
室零部件逐一破拆。
由于救援空间狭小增大了救援难度，
两名救援人员随即钻进副驾驶，清理驾驶
室内堆积杂物，用液压剪一点一点地剪开
卡住被困驾驶员座位下零部件，配合车外
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顶杆对被卡腿部一
点一点扩大空间。经过 20 分钟的紧张救
援，被困驾驶员的双脚被成功从夹缝中取
出，消防救援人员合力将被困驾驶员抬到
担架上面，并迅速送至一旁等候的 120 救
护车进行救治。

安阳市委政法委
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9 月 10 日下午，安阳市委政法委开展
了“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消费扶贫活动，
助力龙安区马投涧镇高白塔村脱贫攻坚。
当天下午，市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积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踊跃购买帮
扶村高白塔村的优质小米，并积极向身边
的亲朋好友宣传推销，为帮助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贡献一份力量、奉献一片真情。据
统计，活动共计购买小米 555 公斤，合计消
费扶贫 8880 元。
据了解，
今年以来，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市委政法委帮扶的高白塔村贫
困群众因无法正常外出务工，导致收入减
少，直接影响了该村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为充分发挥派驻单位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
后盾作用，市委政法委按照市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市定点扶贫单位开
展消费扶贫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
好社会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
经请示市委
领导，
特开展了此次消费扶贫活动，
助力帮
扶村脱贫攻坚。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全宣传触角延伸到辖区每个角
落。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计发放
消防宣传资料 100 余份，现场解
答 群 众 咨 询 20 余 次 ，真 正 使 广
大人民群众“面对面”感受消防、
关 注 消 防、学 习 消 防 ，更 好 地 提
升家庭成员的自我消防安全意
识，为辖区消防安全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王爱军遗失法律工作者执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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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宗杰：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华申请
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 豫 0502 执 1988 号执行通知书
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
(2019)豫 0502 民初 4046 号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宇：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宣申请执
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 豫 0502 执 1791 号执行通知书及
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
(2020)豫 0502 民初 552 号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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